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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需求

量不断增加，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农村居民点占地

多、布局分散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优化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成为解

决问题的关键。 

本文以长沙县为研究区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及实地调查，较为

深入地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等。基于

2014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和 ARCGIS10.0 平台，运用空间统计分

析、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临近分析等功能，分析了居民点用地布

局特征，并实现了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适宜性的定量分析。在此基

础上，从区位、结构、规模、形态四个方面提出居民点优化布局方案。

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居民点布局受海拔高度、坡度、交通线路、水源以及城镇

的影响较为明显。海拔较低、坡度平缓、距离交通干线、水源地及城

镇越近的地区，居民点分布越密，规模也越大。大部分居民点位于用

地中级适宜区，低级适宜区的居民点用地约占全部居民点用地的

1/10，说明长沙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需要进一步优化。 

（2）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包括：新建居民点布局在适宜或较适

宜用地范围内；结构优化方面建议建立合适的居民点等级体系；规模

根据各级居民点公服设施的门槛人口确定；形态整合上考虑四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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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逐步搬迁、保留整治、保留发展和城镇转化。 

关键词：农村居民点，空间分析，布局，长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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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level, the deman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s increasing, 

thus the intensive use of land conserva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ut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rural residence occupies too much area and has 

scattered points is often see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optimization become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 

This paper analysis rural residential status, proble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angsha County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literatur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2014 Land Change Survey Database and 

ARCGIS10.0 platform , it realize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layout suitability by the use of function of spat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overlay analysis, buffer analysis, near analysis. The 

main achievements are as follows: 

(1)Residential layout is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altitude, slope, 

distance from main road, water resource and town. Low altitude, gentle 

slope, narrow distance from main road, water resource and town will 

cause the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more dense, and the scale greater. We 

divide the residential layout suitability into four grades. Through further 

quantitative analysis we find that most residential land are in grade two or 

three, area in grade four account for residential area in 1/10. This sh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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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residential land layout needs to be optimized. 

(2)According to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layout Changsha 

County residential areas proposed solutions specific to optimize and 

regrouping. It suggests that the location of residential area is best in the 

first-rank or second-rank suitability zone, and the minimum scales are 

various according to the land residential level. Methods for morphology 

integration include relocation, remediation, develop and urbanization. For 

the structure optimize it recommends establishing a appropriate 

residential grading system.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ial Area,  Spatial Analysis, Layout, 

Changsha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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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 

1.1.1城市化快速发展 

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快速

推进，国家适时出台城乡统筹政策，全国各地兴起城乡一体化运动，城乡差别逐

渐缩小，关系逐渐融合。长沙县作为全国十强县之一，理所应当走在改革前列。

居民点用地优化布局作为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市化

发展的必经过程。 

1.1.2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分布零散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模式对于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有很大的负面

影响。据调查，长沙县不少地方农户宅基地面积超过了 200平方米，农民建房随

意性大，未批先建、占用耕地建房、紧挨国道、省道建房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

农村住房相对分散隐蔽，对这类现象难以及时制止查处。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必须对居民点进行优化布局。 

1.1.3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长沙县委、县政府要把长沙县建设成为一个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富足、

公共服务高效、各项事业繁荣的现代化新农村。为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积极探

索符合长沙县地方特色的居民点布局新模式。 

1.2 研究意义 

1.2.1 创新城乡统筹发展 

随着城乡一体化运动的推进，城市与农村之间实现大规模要素流动，大量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土地脱离农业生产进入二、三产业，支撑起了我国几十年来快

速增长的经济。在此背景下，征地拆迁、农民进城运动如火如荼，大量传统的乡

村不复存在，原有的乡村聚落体系受到巨大冲击。因此，科学规划农村居民点布

局，完善配套设施，是我国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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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缓解征地矛盾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建设用地需求越来越大，城市建设用地供不应求，转

而向农村要地，甚至大量占用耕地。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点用地也在扩张，而旧

的建设用地得不到有效利用，老宅基地荒废、空心村现象随处可见。因此，改革

农村居住模式，优化用地布局成为保护耕地，缓解当前征地矛盾，促进农村健康

发展的关键。 

1.3研究动态 

1.3.1 国外相关研究与实践 

国外学者对农村居民点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领域广泛。Transke[1] 在对农

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研究中发现，农村居民点空间上呈现较大的离散性，这严重阻

碍着商品贸易的发展。Michael.Hill[2] 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归

纳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状态呈现规则型、随机型、集聚型、线型、低密度型和

高密度型等六种形态。Polat 、Metin[3]提出农村居民点空间区位选择受气候与地

形等自然因素及村民传统生活习惯、人口比例、居住方式等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

Vesterby[4]通过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是导致欧美若干个国家居民点规模扩大的原

因。Wasilewski[5]发现波兰等国出现农用地逐渐减少、居民点用地逐渐扩大的现

象，并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农业生产能力不足，私人对土地的掌控权力

减弱。Volker Kreibich[6]以罗马、新德里等大城市为例，发现大量移民以低价向

私人购买农用地自建房，导致农用地减少、居民点增加。Christian Bittnera[7]等以

以色列为研究区，使用具有时间序列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基于地质统计分析方

法，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农村政策的变化对农村居民点发展模式的影响。

近年来，国外学者运用多种方法对于影响农村居民点的政策因素进行了研究。如

Greece Thomas Bournaris , Vhristina Moulogianni[8]等运用了多因素模型，预测了

希腊郊区发展计划的影响。Richard Hewitta , Hedwig van Delden[9]等将利益相关者

加入土地利用模型，研究了西班牙南部瓜迪亚马尔河盘底的土地利用模式。 

土地整理是调整居民点用地布局的重要手段。通过土地整理，优化居民点布

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环境，提高居住质量[11,12]。不少国家都开展过

全国性的土地整理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的邻国韩国和日本就是其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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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经验：（1）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第一阶段通过改建

厨房、屋顶，修建公路等来改善农村居住条件；第二阶段集中建造住房，集中供

水，建立公用设施；第三阶段为积极发展产业；第四阶段是建立农民领头的组织，

将“新村运动”的各项事务交由该组织管理；第五阶段是加强文化建设。（2）尊重

农民意愿，坚持农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决策，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3）政

府提供物质、资金和技术等支持，农民通过申请可自主支配这些资源。（4）建立

公务员挂钩机制，县乡两级公务员挂钩若干个村，并将村级建设纳入公务员考核

体系。（5）培养农民骨干，推广成功经验。 

日本的主要经验包括（1）分步实施。第一步，合并整理小规模零散土地，

建设部分重要公服设施，让农民得到实惠，调动农民积极性；第二步，完善道路、

水电等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打造良好生活条件；第三步，加快城

镇建设，利用特色资源，发展地方产业，解决农村就业问题。（2）尊重农民权益。

农民的事情农民自主决策。例如村庄规划等政府提供方案，农民自主选择。（3）

建立长效资金反哺机制。资金来源除了政府补贴，还有来自农村金融体系的融资。

（4）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建立综合性服务网络，发挥民间组织理论，协助处

理农村各项事务。（5）始终注重保护传统文化。 

1.3.2国内相关研究 

（1）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特征、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多名学者研究了影响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自然

因素、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自然因素包括海拔、坡度、坡向等地形因素以

及气候、水源、自然灾害等；区位因素包括与公路的距离，与城镇服务区的距离

等；社会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状况、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交通条件、人口因

素、社会交往等[13,14,15]。金晓霞以丰都县为例，研究了农民生计多样性与农村居

民点布局关系，指出生计多样性对农户住宅格局、改造方式等均会产生影响[13]。

吴丁花认为居民点布局还与农田面积、位置等生产条件有关[15]。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特征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多运用景观生态学方法，采用

GIS技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不少学者认为居民点沿道路、河流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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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平坦地形布局明显[16, 17,18]。 

目前农村居民点布局普遍存在分布零散、土地集约化程度低、公服设施水平

低下、人均面积超标，宅基地闲置、土地资源浪费、缺乏规划、无序发展等问题

[17,19,20]。刘明皓[21]认为农村居民点还存在规模等级序列不明显等问题。刘军[22]

以安乡县为研究区域，认为居民点布局存在功能性不合理、体制性不合理和结构

性不合理三方面问题。丁琼[23]等研究了句容县在居民点优化布局规划出台一年

后的实施情况，认为实施情况不理想的原因是保留居民点缺乏吸引力，耕地调整

难，农民大量进城购房，农民对建新房的需求减少。 

（2）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方法研究  

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方法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多通过建立布局适宜性评价系

统或综合发展实力评价系统，定量研究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及发展潜力，在此基础

上确定中心镇或中心村、中心居民点，划分发展、合并、保留与搬迁的居民点。

学者们研究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划定居民点等级区的方法上。罗红安[24]从理论上

分析了农村居民点规划布局的原则：集约节约用地；适当集中布局；突出重点，

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分类引导；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区域动态平衡。并指

出居民点选址原则为以经济半径为主要依据，注重布局的整体性，不占或少占耕

地。蔡准等[19]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探讨了农村居民点规划布局方法。宏观层

面上可运用多层次空间定位法、分类比较法和主导因素法确定居民点布局；微观

层面上则主要针对村落内部，采用填充补缺法、中心组合法、交通导向法和地形

导向法调整居民点布局。牟昆仑[25]以淳安县为例，利用 2003年 landsat TM数据，

采用 GIS和 RS相结合的方法，提取居民点信息，对居民点综合发展实力做出评

价，在此基础上将居民点分为迁移性、限制发展型、鼓励发展型和城镇扩张型，

并对每一种类型提出具体调整策略。胡鑫[26]以重庆市黔江区为例，在研究现状

居民点布局模式及用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居民点优化布局方案为：首

先选定中心村，然后将居民点向四个方向集中：向主要交通线路集中、向规模较

大的居民点集中、向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地区集中和城市扩张兼并。管伟[20]运用

景观生态学方法及 GIS 技术，以德化县为例，研究了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

分布特征，提出异地迁移、村内整理、迁村并点、城镇化等四种居民点整理模式。

同样运用景观生态学及 GIS 技术来分析农村居民点布局特征的有李让恩[27]、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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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28]、刘明皓[21]、韦红吉[29]等。乔伟峰[30]以安徽省埇桥区为例，研究了基于耕

作半径分析的县域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邹利林[31]等以湖北长阳土家族自

治县为例，运用景观格局法分析了居民点分布与环境因子的量化关系，采用

voronoi 图将全县居民点分为五个发展等级：重点发展—优先发展—有条件扩张

—限制扩张—逐步搬迁。采用 voronoi图扩展断裂点模型划分居民点等级的还有

冯电军[32]、钟紫玲[33]等人。此外还有张颖[34]、文博[35]通过构建最小阻力模型

（MCR）定量分析了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孔雪松[36]基于点—轴理论，构建了面

向点、轴空间作用的居民点布局优化体系。 

1.3.3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于居民点空间布局研究均比较多，理论也比较系统和完

善。近几年我国城镇化建设飞速发展，成都、重庆、天津等地都在逐步开展试点

和探索工作，并总结出一定的经验和模式,对长沙的居民点布局模式有非常重要

的借鉴意义。 

1.4研究内容 

本文在大量查阅前人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借鉴相关领域研究思路，综合地理

信息系统、经济学、管理学、资源学等多门学科，从多种渠道获取数据，分析了

长沙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并提出居民点用地布局优化方案。主要研

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况。阐述长沙县自然条件、经济社会条件、土地利用现状，

分析居民点空间分布形态、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等。 

空间布局适宜性研究。运用 GIS 方法分析农村居民点在不同海拔高度、坡

度、坡向、距离主要公路距离、距离水源距离以及距离城镇距离的空间分布特征，

定量研究其空间布局适宜性。 

优化布局方案。在前面的研究基础上，根据居民点优化布局原则，提出优化

布局方案，探讨促进优化布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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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技术路线 

本文技术路线如下图： 

 
图 1-1 技术路线图 

Fig 1-1 Research Technology Roote  

基础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资料收集 文献综述 

长沙县农村居民点现状分析 

居民点分布形态 存在的问题

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优
化
布
局
原
则 

布
局
适
宜
性
分
析 

优
化
布
局
方
案 

优化布局方案 

优
化
布
局
策
略 

空间特征分析数据处理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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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农村居民点与农村居民点用地 

农村居民点是农民(包括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进行生产和生活的定居场

所，是人类社会空间结构的一种基本形式。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建设用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当前我国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内涵的界定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土地分

类体系的定义。1984年制定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中的“土地利用现

状分类及含义”将农村居民点用地定义为镇以下的居民点用地。二是潘其泉、高

燕等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所作的定义。他们都将农村居民点用地定义为狭义上的农

村宅基地，认为是指农村村民用于所建住房以及居住生活有关的建筑物和设施用

地，包括农村居住区内的主房用地、附房用地以及晒场、庭院、宅旁绿地、围墙、

道路等用地，是一个复杂的土地利用综合体。 

笔者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内涵大于农村宅基地，是宅基地与村办企业用

地、道路等基础设施用地、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及其他用地的

总和，具体包括村民住宅用地、公共建筑用地、村办企业等生产建筑用地、交通

用地、公用设施用地、村内基础设施用地、村庄内部绿化用地及其他用地。 

2.2 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在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具体

地讲，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的理论。

古典区位论最著名的有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以及克里斯塔勒的

中心地理论。现代区位论中的著名论点有规模经济、外部效益、集中力或分散力

以及区位竞争等。 

农村居民点和其周围环境以及人类活动的空间关系，即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

局可被看做是区位。区位论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区

位论的主要论点能够帮助农村居民点在选址过程中找到最适宜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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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空间结构理论 

空间结构理论以区位理论为基础，但它不要求得出各种单个社会经济事物的

最佳区位，而是研究各种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及相互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

系的客体和现象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因此把一定范围内的有关客体看成

了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体。 

农村居民点结构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的重要内容，是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

下，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反映，是乡村经济、社会文化过程综合作用的结

果[58]。在农村居民点的空间结构理论中，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和该地区的经济

活动要相互适应，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发展演变主要受到农村经济水平的推

动，呈现出聚集和分散两种基本的运动形式[59]。 

2.4 人地协调理论 

“协调”一词源于古希腊，其原意为联系、匀称、融洽、和谐、协调一致。早

在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理论自然科学把自己的自然观

可能制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恩格斯提出的和谐原理，揭示了自然界对立统一，

差别中的一致，反映了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本质特征，是协调理论的先驱。人

地协调理论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人类和自然界的协调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人类与

自然界必须协调发展，才能保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地发展。 

在人地系统中，自然环境本身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自然界是一个自组织

系统，在不断提高其内部有序性的过程中获得整体性的发展，自然界的负嫡是自

然界结构组织整体优化发展的内在依据。作为人地系统中的人，具有自然和社会

两重属性：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既是建设者，又是破坏者。从某种意义上

讲，人类是环境的塑造者，在人地系统中居主导地位。人的活动是不可忽视的引

起和放大系统涨落的力量，它引起的变化已经远远超过自然原因所引起的变化。

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系统来说，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更可能是利害

并存的。 

人地协调的重要标志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良好并能不断得

到改善，社会可接受性不断加强。但是，我国的现实环境状况却是生态环境恶化

的趋势在加重，总体来看，经济与生态处于基本不协调状态。当然，各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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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有的地区两者基本协调，有的可能需要调节的状态，也有的可能基本不

协调或更差。不论处于什么状态都要从本地区的现实出发，在人地协调理论的指

导下，提出切实可行的、可促进人地调发展的规划目标。 

从根本上说，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优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人地之间的相

互关系，它强调人在协调人地关系中的积极作用。用地优化布局追求的是人与自

然的和谐，这种和谐不仅是当代的，而且是长远的、代间的；不仅是宏观区域的，

而且是中观和微观区域的。 

2.5 土地集约利用理论 

总的来看，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狭义

上讲，土地集约利用是指增加土地投入以获得土地的最高报酬。从广义上讲，土

地集约利用是指以合理布局、优化用地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通过增

加土地投入、改善经营管理等途径，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实现更高

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63]。由此可见，土地集约利用有个合理限度问

题，并非投入越多就越集约。集约利用土地的科学内涵，不是寻找最高的土地利

用强度，而是寻找最优集约度，使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相

统一。土地集约利用研究的重点，应是寻找实现集约利用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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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长沙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 

 

3.1 研究区域概况 

长沙县地处东经 112°56′15″～113°30′00″,北纬 27°54′55″，位于湖南省东部偏

北，湘江下游东岸。东邻浏阳市，南接株洲市、湘潭市，西南滨湘江，西毗天心、

雨花、芙蓉、开福、望城等市辖区，北靠平江县、汨罗市，从东、南、北三面环

绕长沙市区，处于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地带，是中央确

定的“全国 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是长沙市 2020年 310平方公里城市总

体规划“一主两次”中的两个城市次中心之一和长沙市商业体系规划“一主两副”

的两个商业副中心之一。全县东西宽约 55.9 公里，南北长约 81.85 公里，面积

1997平方公里。 

3.1.1区域自然条件概况 

长沙县属长衡丘陵盆地的北部，地处幕阜山、连云山与大龙山余脉的南端，

株洲隆起带的北缘，北、东、南三面高，中、西部低平。境域内有变质岩、沙砾

岩、砂页岩、灰岩、红岩、红土、花岗岩等 7种岩层及岗地、平原、山地、丘陵、

水面 5类地貌。 

长沙县境内河道属湘江、汨罗江两大流域，主要河道有一级河浏阳河、捞刀

河、东窑港、暮云港等 4 条，总长 116.64 公里；二级河三叉河、沿江山、仙人

市、狭山江、榨山港、花园港、榔梨港、双溪港、千秋坝、胭脂港、泥丸子、金

井河、石灰嘴、望仙桥、水渡河、白沙河、观音塘等 17条，总长 335.69公里；

三级河 20 条，总长 253.97 公里；河流总长度 722.9 公里，河网密度 0.36 公里⁄

平方公里，年排涝量 0.84亿立方米。 

长沙县地处东亚季风区中，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热量丰富，

降水充沛，日照较足，四季分明，生长季长。具有春暖多变，春末夏初多雨，伏

秋多旱，秋寒明显，冬少严冬的特点。冬季多偏北风，夏季多偏南风。全年无霜

期 300天左右，不存在永久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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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区域经济社会条件概况 

全县常住人口 97.9 万。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有土家族、苗族、侗族、壮

族、回族等 37个族别。全县辖 18个镇、6个街道共计 228个行政村，41个社区

居委会。县域内环境优美，拥有众多名胜古迹，如“六朝遗庙”陶真人庙、“莲经

道场”明月庵、左宗棠墓、棠坡清代民居和三国时代关公捞刀的捞刀河等；有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黄兴故居、省级文物单位杨开慧故居、徐特立故居等；还有石

燕湖、白鹭湖、乌川湖等景色宜人、山水秀丽的旅游风景区。 

近年来，长沙县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力实施“领跑进军”战略，全县经济

快速发展。2014年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第 8位，并获“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金奖”。 

表 3-1 2010～2014年长沙县地区生产总值 

Table 3-1 2010-2014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Changsha County 

单位：亿元 

指 标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绝对量 
比上年

增长 
绝对量

比上年

增长 

绝对

量 

比上年

增长 

绝对

量 

比上年

增长 
绝对量

比上年

增长 

地区生产

总值 
630 17.90% 789.9 16.90% 880.1 11% 976 10.80% 1100.6 11% 

第一产业

增加值 
42.2 3.30% 51.1 4.20% 59.1 5.20% 65 4.50% 71.3 6.10%

第二产业

增加值 
446.9 21.40% 578.6 20.70% 637.5 10.90% 696 10.40% 782.2 10.90%

第三产业

增加值 
140.9 11.70% 160.7 8.60% 183.5 13% 215 13.60% 247.1 12.50%

数据来源：长沙市统计局官网数据 

表 3-2 2011～2014年长沙县居民收支情况 

Table 3-2 2011-2014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Changsha County Residents  

年度 
总人口（万

人） 

城镇人均纯

收入（元）

城镇人均消费

支出（元） 

农村人均纯

收入（元） 

农村人均消费

支出（元） 

2014 97.9 33513 27127 22872 11161 

2013 81.9 30548 12147 20786 12420 

2012 81.3 27398 18998 17070 8487 

2011 80.39 24118 — 14237 — 

数据来源：长沙市统计局官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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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14年长沙县各乡镇基本情况一览表 

Table 3-3 Basic Situation of the Towns in Changsha County in 2014  

乡镇 
总面积 

（公顷）

耕地面积 

（公顷） 

居民点 

面积 

（公顷）

总人口

（万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

里） 

人均耕

地面积

（亩/人） 

下辖村

委会 

个数 

暮云镇 6407.36 1277.75 618.06 
13.763

9 
2148.14 0.14 12 

跳马镇 17696.62 3701.08 1604.65 6.5994 372.92 0.84 18 

干杉镇 7288.44 2291.91 662.13 3.6246 497.31 0.95 9 

黄兴镇 8422.42 3257.78 1195.49 5.0336 597.64 0.97 11 

㮾梨镇 3471.38 948.53 421.90 3.028 872.28 0.47 8 

江背镇 17452.34 5016.72 1539.58 5.8819 337.03 1.28 17 

黄花镇 16983.11 6834.33 1841.15 8.6732 510.70 1.18 21 

春华镇 12534.01 4015.36 969.61 4.3 343.07 1.40 14 

高桥镇 11152.89 2459.77 538.02 3 268.99 1.23 11 

果园镇 6857.79 2108.27 606.36 2.3897 348.47 1.32 10 

路口镇 8828.04 2409.91 680.98 2.8276 320.30 1.28 11 

金井镇 14446.74 3255.61 756.32 4.3351 300.07 1.13 16 

双江镇 6510.06 1795.34 415.46 2.109 323.96 1.28 10 

青山镇 4619.47 1604.24 447.87 1.9393 419.81 1.24 7 

福临镇 8221.51 2650.46 708.06 2.8904 351.57 1.38 11 

开慧镇 5430.21 1718.29 433.89 2.1561 397.06 1.20 6 

白沙镇 6044.29 1764.26 455.30 2.0325 336.27 1.30 12 

安沙镇 15941.71 4637.42 1349.01 5.3439 335.21 1.30 24 

星沙镇 6879.19 482.03 297.36 18.565 2698.72 0.04 11 

北山镇 14478.31 5078.65 1163.69 5.1589 356.32 1.48 21 

数据来源：长沙市统计局官网数据及 2014年第二次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 

星沙街道、湘龙街道及泉塘街道合并到星沙镇的数据中，长龙街道合并到黄花镇数据中，

暮云街道和南托街道合并到暮云镇数据中。 

3.2长沙县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现状 

3.2.1长沙县建设用地现状 

根据 2014年长沙县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长沙县土地总面积为 199665.9

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 27802.53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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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农村居民点用地 16754.75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60.26%。 

 

表 3-4 2014年长沙县城乡建设用地面积表 

Table 3-4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Area of Changsha County in 2014 

单位：公顷 

城乡建设用地 城市 建制镇 居民点用地 采矿用地 
风景名胜及特

殊用地 

27802.53  3382.30  6543.97  16754.75  730.85  390.66  

数据来源：第二次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 

3.2.2 长沙县人均居住用地动态变化 

近几年长沙县经济发展迅猛，城镇化速率不断提高，农村人口总体呈递减的

趋势，但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却不减反增。2010年居民点用地 16536.17公顷，2014

年为 16754.75公顷，五年时间增加了 218.58公顷。 

表 3-5 长沙县近五年农村居民点面积表 

Table 3-5 Area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Recent 5 Years 

                                                     单位：公顷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16536.17 16924.53 16757.11 16704.89 16754.75 

数据来源：第二次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 

随着居民点面积的增加，长沙县人均居住面积也相应增加。2010 年长沙县

人均居住用地 239.10㎡/人，2011年为 242.82㎡/人，2012年为 286.45㎡/人，2013

年为 363.23㎡/人，2014年为 379.15㎡/人。 

3.2.3长沙县农村居民点分布形态 

农村居民点布局是人们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根据自己的需求，适应环境而

形成的，变化缓慢，形态各异。长沙县农村居民点分布形态主要有三种：带状分

布、团状分布和点状分布。 

带状分布的居民点受地形、河流、道路等各种因素影响，沿着河流或道路呈

条带状延展。长沙县处于江南水乡，河流众多，村民通常会选择河流两岸相对平

缓的地方安家。另外随着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选择在公路两边建房的农民也

越来越多。 

团状分布通常位于比较开阔的河谷平原地区，空间范围大，地势较为平坦。

长沙县浏阳河、捞刀河两岸平原地区这种分布比较多，另外星沙镇、㮾梨镇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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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镇等经济较为发达的镇区附近，用地规模大且布局紧凑，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

相对完善，用地节约程度高。 

点状分布形态占大多数，这主要是因为长沙县多丘陵山地，复杂的地形不适

合大规模集中居住。山区建设条件差，建筑成本高，且耕地资源有限，导致能承

载的人口也有限，因此居民点布局分散。这类形态的居民点大都缺乏完善的基础

设施，土地资源利用率低。 

3.3长沙县农村居住存在的问题 

3.3.1人均用地面积大 

2014 年长沙县农村居民点面积为 16754.7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8.39%，占

建设用地 60.26%。农村常住人口为 44.19 万人，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为 379.15

㎡/人，远远高于国家《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93）规定的人均农村居民点用

地最大值 150 ㎡/人，且区域差异明显。人均用地最高的乡镇和最低的乡镇相差

7.2 倍，其中最高的是江背镇，为 432.5 ㎡/人，高出国家标准 282.5 ㎡ /人，最

低的是暮云镇，59.95㎡/人，低于国家标准，且全县也只有暮云镇低于国家标准。

导致宅基地面积普遍超编的原因主要是农民受市场经济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

土地占据了就是自己的，可以随便用；加之有关部门管理不到位，执法不严，农

村建房未批先建、建新不拆旧、擅自扩大宅基地面积等违法事件屡屡发生。且农

村常住人口呈现减少的趋势，导致一户多宅的现象普遍存在。 

3.3.2布局分散，基础设施差 

由于历史条件、气候特点、地形地貌及居民的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致使

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小，布局分散，随意性大。目前，长沙县农村居民点建房呈现

出“星罗棋布、天女散花”的现象，有的是几户成一线，有的既不成点也不成面，

具有散、小、乱的共同特点。长沙县农村居民点密度比较低，居民点用地占土地

总面积的比重最高的是黄兴镇，为 14.19%，其次是㮾梨镇和黄花镇，分别为

12.15%和 10.84%，最低的是高桥镇，占比为 4.32%。单个居民点规模小于 1000

平方米的有 23528个，占所有居民点个数的 38.6%。这种布局导致电力、交通、

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分散，等级低，且

利用率低。根据笔者随机抽取的两个乡镇的做出的调查显示，金井镇 15 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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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自来水的村庄总共才 4个，初级中学 3所；江背镇 14个村庄中，通自来

水的村庄有 4个，初级中学 3所。绝大部分的村庄缺乏公共活动的场所，村民们

跳广场舞只能在一户庭院较大的农户家中。这种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缺

乏，不仅给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严重影响了农村现代化进程。 

3.3.3缺乏统一规划，无序发展 

受地形的限制以及经济的影响，农村居民点规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滞后于

村落的发展。2010 年前后，通过政府的大力支持，才基本制定出每个村庄的规

划，但由于资金问题及可实施性问题，规划难以落到实处。这样导致大部分村庄

无序发展，村民建房选址随意，临水或临路，甚至占用耕地。2015 年全县受理

村民建房 1874户，制止村民建房 325起。制止的这部分村民建房，主要原因就

是挤占了公路预留空间或占用了耕地。大多数农村居民点建筑布局混乱，缺乏统

一的设计，没有统一的标准，房屋朝向各异，前后错落不齐，小巷弯弯曲曲，致

使农村居民点内部极不合理。如金井镇脱甲村一处居民点，面积 16640平方米，

密布着 61栋村民房子，其中朝东向的有 21栋，朝西向的有 16栋，朝北向的有

12栋，朝南向的有 12栋。密密匝匝的房子使得道路通行受阻，215米的道路转

了 8个弯，平均每 27米就要转一个弯。有些地方房屋功能设置混乱，主房、柴

房、灶房、猪圈、晒场、庭院、厕所等混杂在一起，房子结构缺乏科学的功能规

划。 

3.3.4农村生态环境恶化 

由于公共卫生用地缺乏，人畜混居，村内巷道狭窄，加之没有必要的垃圾处

理设施，没有统一的排污系统，人畜粪便没有统一的处理办法，致使生活污水到

处流，各种垃圾到处堆。2014年金井镇关闭了 13户养殖大户，主要原因就是牲

畜粪便处理不到位，没经过化粪池处理就直接排向池塘。这样的环境对农民身体

健康危害很大，也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威胁。 

3.3.5居民点建设用地集约程度低，空置现象普遍 

据调查，大部分地区农民住宅多为松散零星的独院式，院之间和户户之间的

距离长短不一，不少村形成了许多难以利用的边角空地，闲置土地比例高，土地

利用效率低。同时农村居民点空置用房现象在长沙县十分普遍，原因是：人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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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工作后，在城镇新买了住房居住，但农村宅基地仍然保留，每逢过年过节时才

回来小住几天。部分农民为给子孙留下基业，拼命占地，扩大住房面积。还有的

建新不拆旧，老房屋年久失修，已是断壁残垣，却仍然伫立在那里，别人都使用

不了那块地。还有的原是多户居住，现在只剩下一两户，久而久之导致大量房屋

空置。根据笔者随机对江背镇三个村子 6 个小组的调查，这 6 个小组共有 251

户村民，其中 26 户村民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回家；7 户村民已举家迁往

城市或者别地，基本不在此地居住，但是他们的房子依然保留。一般自然条件越

恶劣的地区，土地的闲置率通常就越高。随着长沙县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农

村居民点“空心”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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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长沙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特征 

 

4.1 用地布局影响因素分析 

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活动对居民点的形态、规模、密度和分布范围都会产生

影响，生产力发展到不同的阶段，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同。因此，研究农村居

民点布局模式，必须首先研究这些影响因素，并掌握其规律，因势利导，才能达

到既顺应自然，又有利生产生活的目的。农村居民点的布局影响因素很多，本文

依据前人的分析，根据长沙县实际情况，概括出影响长沙县农村居民点布局模式

的因素有地形、水源、交通、社会环境等。 

4.1.1 地形、地质的影响 

地形对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影响最为深远。长沙县多丘陵山地，居民点多分布

在山区或山区与平原交界处，平原多用于耕作。海拔较高的山区，自然环境恶劣，

可耕地少，人类生存空间小，因而居民点稀少。且山区易发生滑坡等自然灾害，

在建房选址时必须慎重考虑这些因素。地势起伏大的区域，耕地零星分散，居民

点分布也较分散。平原、河谷等开阔地带，土地肥沃，居民点常成组团式分布，

规模较大。 

4.1.2水源的影响 

人类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水，它对居民点布局的影响也相当广泛。长沙县位

于江南水乡，水系发达，居民取水方便，因而布局分散。在大型河流如浏阳河、

捞刀河经过的地方，居民点一般分布在河流两岸。山区居民点则分布在山塘湖泊

等有水源保障的地方。 

4.1.3交通条件的影响 

交通条件从古至今都影响着居民点布局。在古代，人们利用河流作为重要交

通线，在河流两岸常形成带状居民点，河流与河流交汇处能形成规模比较大的居

民点，以至区域集散中心。在现代，随着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公路带来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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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日益凸显，人们常选择公路两边建房。交通线路的变更也常决定一个村落的兴

衰。因此可以充分发挥交通的作用，人为控制居民点发展方向。 

4.1.4  社会环境的影响 

农村居民点虽然所处位置和自然环境很少变化，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思想

观念却易受社会环境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也会体现到居民点布局中来。随着时代

的变迁，生产工具、生活方式均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点布局也在悄然改

变。因此在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优化时，社会环境也是一个必要的考虑因素。 

此外，长沙县农村居民点布局还受到气候、农田面积、耕作半径等的影响，

但这些因素不是主导因素，只在小部分地方需要考虑。之前所述四大影响因素能

够比较完整地解释了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和规模大小形成、发展的内因，从

而为居民点布局模式研究提供考量标准。在建设长沙县新农村时，把农村居民点

的影响因素纳入规划方案中，综合系统地分析研究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大小、空间

布局位置能否科学合理提高居民生产生活水平，将成为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

在本次研究中，考虑到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沙县农村的社会环境

都将处于统筹城乡，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环境中，农民的综合素质将得到快速的

提高，思想观念将发生非常大的先进的改变和进步，无论是生产技术、政府政策、

财政等都将全力地投入到新农村建设当中来，因此将样区的社会环境因素(非物

质因素)作为一个统一背景因素不参与分析研究。而只将地形、水源、交通条件

等参与本文农村居民点布局方式研究。 

4.2长沙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4.2.1 资料来源 

研究采用的图件资料包括：长沙县第二次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2014年)，投

影为高斯克吕格投影，中央经线 114°；长沙县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来源

于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信息中心； 2010 一 2014 年的社会经济数据来自《长沙县

统计年鉴》。以 DEM 数据为基础，在 ARCGIS 软件下提取了包括海拔高度、坡

度和坡向等地形因子；以 1：10000 长沙县土地利用现状图作为底图数据，提取

各种土地利用数据，分别得到包括居民点空间布局图等一系列空间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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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长沙县 DEM图 
Fig 4-1 Dem Chart of Changsha County 

 

4.2.2 不同海拔高度的居民点分布 

按照 ARCGIS所做的 DEM分析结果，长沙县最低海拔高度是 50米，最高

海拔高度是 600米。把海拔高度分为小于 100米，100-200米，200-400米，400-600

米 4个级别，通过再分类功能将 DEM栅格数据按照确定的分级标准进行再分类，

然后通过数据转换功能将栅格数据转换为矢量数据，保存为 ESRI shape 矢量格

式，最后把居民点分布图层与海拔高度分级图层进行叠加分析。经过 AECGIS

软件对属性表按照海拔高度分级统计不同海拔高度的居民点分布状况见表。 

表 4-1 农村居民点分布与海拔高度的关系 

Table 4-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Altitude  

海拔高度 
居民点面积 

（公顷） 
比例（%） 个数 

平均居民点面积

（公顷） 

＜100米 16217.78 95.35 58103 0.28 

100-200米 711.20 4.18 3628 0.20 

200-400米 72.35 0.43 611 0.11 

400-600米 7.09 0.04 54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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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统计结果可见，居民点总面积、个数、平均面积均随着海拔的上升而

减小，可见居民点布局受海拔的影响非常明显。海拔越低，耕地资源越丰富，农

民住房建设成本越低，同时交通越便利，更加有利于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海拔越

高，交通越不方便，耕地资源越少，环境越脆弱，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在

后面的居民点用地优化布局过程中，需要将海拔较高处的居民点进行迁移调整。 

4.2.3 不同坡度的农村居民点分布 

首先对坡度进行分级，将坡度分为 5个级别：0-2度为平地、2-6度为微坡、

6-15度为缓坡、15-25度为中坡和大于 25度为陡坡。然后，经过 ARCGIS的空

间栅格再分类和栅格向矢量的转化后，与居民点图层进行叠加分析，得到不同坡

度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图。利用 GIS 软件统计，得到了不同坡度级别下的农

村居民点分布状况及统计数据。 

表 4-2 农村居民点分布与坡度的关系 

Table 4-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Slope 

坡度 
居民点面积 

（公顷） 
比例（%） 个数 

平均居民点面积

（公顷） 

0-2° 15157.40 89.12 53409 0.28 

2°-6° 1357.22 7.98 7947 0.17 

6°-15° 442.50 2.6 2984 0.15 

15°-25° 49.08 0.29 408 0.12 

〉25° 2.22 0.01 17 0.13 

0°-15°的缓坡地带，水热时空分布较均匀，交通便利，无论是居住还是耕作

均较适宜。坡度较大的地方，不仅居住成本高，且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从农村居民点分布与坡度的关系表中可以看出，长沙县农村居民点有九成分

布在坡度小于 2°的平原地带，大于 25°的陡坡处居民点占比仅为 1%。从分布特

征上看，坡度越小，居民点分布越密集，规模也越大。 

4.2.4不同坡向的农村居民点分布 

对坡向进行分级处理，然后经过 GIS的相关空间栅格叠加分析以及重分类，

得到不同坡向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图。利用 GIS 软件统计，得到了不同坡向

的农村居民点分布状况及统计数据。 

 

 



 

21 

 

表 4-3农村居民点分布与坡度的关系 

Table 4-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Slope Direction 

坡向 
居民点面积 

（公顷） 
比例（%） 个数 

平均居民点面积

（公顷） 

水平 11646.90 68.48 39178 0.30 

北向 393.96 2.32 2524 0.16 

东北向 403.92 2.37 2429 0.16 

东向 698.36 4.11 4062 0.17 

东南向 866.23 5.09 4930 0.17 

南向 620.47 3.65 3687 0.17 

西南向 691.10 4.06 4391 0.15 

西向 1059.75 6.23 5535 0.19 

西北向 627.72 3.69 3157 0.20 

根据 GIS 对坡向的统计显示，居民点的分布以水平向（68.48%）最多，其

他方向上东南向（5.09%）和西向（6.23%）稍多，偏南向的占到 12.80%，偏北

向的占到 8.38%。偏北向的地区，太阳光较小，光能源匮乏，不适宜人们日常生

产生活，而长沙县仍有一定比例的居民点偏北向，需要对其通过整理加以调整。 

4.2.5农村居民点与道路的分布特征 

交通条件从古至今都影响着居民点的分布，古代是水运，近代以陆路运输为

主。长沙县境内纵向上有京港澳高速公路、107国道、S207省道、黄兴大道，横

向上有长浏高速公路、319国道、人民东路及其延长线，以及众多的县乡级道路。

武广高速铁路穿境而过，但并未在此设站点，对居民点的影响甚小，本文暂不研

究。 

利用 ARCGIS 软件，提取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级以上主要公路信息

作为一个整体的公路网络。由于数据在原始采集的过程中存在人工误判等原因，

部分公路并不连续，出现断点。但这已是官方数据，故而笔者仍然用这个数据。

对公路网络做缓冲区分析，按照小于 500米、500-1500米、1500-2500米和大于

2500 米等 4 个级别进行再分类，与长沙县农村居民点图层叠加，得出长沙县农

村居民点相对于主要道路的空间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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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农村居民点分布与公路的关系 

Table 4-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Roads 

距离 
居民点面积 

（公顷） 
比例（%） 个数 

平均居民点面积

（公顷） 

〈500米 6839.17 40.21 21158 0.32 

500-1500米 6242.83 36.70 25769 0.24 

1500-2500米 2888.66 16.98 12585 0.23 

〉2500米 1037.76 6.10 4856 0.21 

从居民点分布与公路的关系表中可以看出，在距离公路 1500 米范围内的居

民点最多，占比达 76%。大于 2500米的居民点仅占 6.1%，说明公路对居民点布

局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也验证了本文前面分析的居民点有沿道路呈带状布局的趋

势。在离公路越近的地方，居民点分布越密集，规模也越大。长沙县大部分居民

点交通便利，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今后只需考虑将远离交通线路的居民点迁

移或加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4.2.6农村居民点与主要水源地的分布特征 

利用 ARCGIS 软件，提取主要河流信息。由于长沙县自然及人工形成的湖

泊水库比较多，这些也是重要的水源地，笔者也提取了面积大于 1000 亩的湖泊

及水库水面信息。对县内现状主要水源地做缓冲区分析，按照小于 500 米、

500-1500 米、1500-2500 米和大于 2500 米等 4 个级别进行重分类，然后与农村

居民点图层叠加，得出长沙县农村居民点与主要水源地的空间分布关系。 

表 4-5农村居民点分布与水源地的关系 

Table 4-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Water Resource 

距离 
居民点面积 

(公顷) 
比例（%） 个数 

平均居民点面积

（公顷） 

〈500米 6775.23 39.83 20826 0.33 

500-1500米 7562.37 44.46 31478 0.24 

1500-2500米 2230.97 13.17 10540 0.21 

〉2500米 439.86 2.59 1961 0.22 

从分析结果来看，在距离河流 1500m内的居民点面积占总面积的 84.29%，

大于 2500m 的范围内居民点面积只占总面积的 2.59%。居民点的平均规模亦随

着远离水源地逐渐减小，500米范围内的规模较其他缓冲区规模明显较大。可见

居民点受水源影响较为明显，靠近水源地居民点规模较大，分布密集。农村居民

点的数量、总面积都随远离河流而减小。长沙县大部分居民点距离河流较近，水

源条件较好，有利于当地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今后需努力将远离水源的农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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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点迁移或者通过其他措施，来改善当地的用水状况。 

4.2.7农村居民点与城镇的分布特征 

提取长沙县城镇用地以及镇政府驻地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图斑，将其命名为城

镇图层。将城镇图斑做缓冲区分析，缓冲半径分别为 1000 米，2000 米、3000

米、5000米、8000米和 10000米，然后将缓冲区图层与居民点图层进行叠加分

析，统计与城镇不同距离的农村居民点的图斑个数以及图斑面积等属性，数据见

表 5-6。 

表 4-6农村居民点分布与城镇的关系 

Table 4-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owns 

距离 
居民点面积 

(公顷) 
面积比例（%） 个数 

〈1000米 2733.76 16.07 6823 

1000-2000米 2690.82 15.82 9040 

2000-3000米 2902.53 17.07 11472 

3000-5000米 4695.76 27.61 19693 

5000-8000米 3157.60 18.56 13389 

8000-10000米 583.46 3.43 2103 

>10000米 244.51 1.43 1060 

从分析结果来看，农村居民点的图斑数量、图斑面积都随着与城镇距离的增

大而减小。整体上，在距离城镇 8000 米以内的区域是农村居民点主要集中分布

区，这个区域的农村居民点占到所有居民点面积的 95%。原因是城镇为农民的生

产生活提供了包括商品零售、就业机会、信息、教育、金融、医疗卫生等必不可

少的各项服务，但城镇提供的各项服务的辐射范围是有限的，距离城镇越近，享

受的服务越全面越优质。因此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在城镇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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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长沙县海拔高度分级图               图 4-3长沙县坡度分级图 

Fig 4-2 Map of Changsha County               Fig 4-3 Map of Changsha County 

Altitude Classification                     Gradient Classsification 

      
图 4-4长沙县坡向分级图               图 4-5居民点分布与公路的关系 

Fig 4-4 Map of Changsha County                Fig 4-5 Distribution Map of Rural  

Slope Direction Classification               Residential Area with Main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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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居民点分布与水源地的关系图       图 4-7居民点分布与城镇的关系图 

Fig 4-6 Distribution Map of Rural Residential        Fig 4-7 Distribution Map of Rural 

Area with Water Resource                  Residential Area with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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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长沙县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方案 

 

5.1优化布局的原则 

5.1.1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优化布局选址时，必须充分考虑各地区的自然、经济、历史发展水平，生

产和生活习惯，选择具有良好通风、采光、地质条件等自然条件，同时在能够进

行规模化农业生产的区域，尽量保证农用地的成片连绵，以实现机械化耕作，对

于难以开展规模化农业生产的区域，要考虑合理的耕作半径，便于农民生产；另

外要有良好的空间环境，营造一个便于农民生产、生活且舒适、安静、祥和、便

于交流的居住场所[78]。 

5.1.2规划先行，并与先行规划相协调的原则 

在对居民点优化布局时，为保证布局的科学合理，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规划要做到具有前瞻性，给居民点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

具有全局性，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进行，避免与先行规划相冲突；具有

可操作性，能够实际指导居民点建设。 

5.1.3集约与节约用地的原则 

长沙县近几年进入城镇建设飞速发展时期，建成区面积逐年扩大，原本就不

多的耕地资源还在继续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加剧。为节省建设用地，保护耕地，

在居民点优化布局过程中，必须秉持集约与节约利用土地的理念，改变现有村庄

量多、面小、质低、分散的居民点格局，充分利用原有基础设施较好的居民点，

通过土地整理等手段，因势利导，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完善配套设施，集约合理

利用土地。 

5.1.4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从人口、发展、环境和资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

战略和模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有限制地改造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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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保证经济发展，又注重与自然的协调。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农村生态系统的一个

重要子系统，布局时要充分发挥生态系统优势，借助自然地形和自然景观，构建

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重现田园风光和山水美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科

学合理利用村庄资源，确保资源的有效再生，重点保护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和古村

落，延续村庄的乡土特色和历史文脉。同时，要减少资源消耗，充分利用非建设

用地，改善城乡生态和人居环境，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人们物质和

精神生活水平。 

5.1.5坚持统筹兼顾、逐步完善的原则 

坚持用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分阶段逐步开展农民集中居住工程，避免急功

近利导致资源浪费。有关部门和人员不仅要做好农民集中居住的开局工作，还要

做好后期管理指导工作，确保居民点优化布局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5.1.6公众参与的原则 

优化布局过程中涉及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即房屋和土地，同时还涉及农民未来

的发展权，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因此，优化布局前必须充分了解人民群众

的意愿和观点，赋予群众知情权，更好地发挥公众参与和监督职能，保护公众的

利益，使优化布局更加民主化、公众化，更具有操作性，更切合本地实际，提高

项目的生态环境合理性、社会可接受性和经济可行性，保证方案能够有效开展，

实现预期效果。同时，在农村居民点和其他建设用地调整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充

分征求农民意见，尊重他们的意愿，切实维护农民贴身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调动

他们的积极性，使这场运动的主体真正获益，运动顺利开展。 

5.2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适宜性分析 

在第五章长沙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长沙县农村居民

点用地做进一步分析，划分其空间布局适宜性等级。 

5.2.1 居民点影响因素适宜值的提取 

将海拔、坡度、坡向、道路、水源地及城镇等因素影响下的居民点做量化叠

置分析，可得到综合性的居民点布局适宜范围。 

（1）海拔高度适宜值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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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拔高度因素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特征分析中可以发现，适宜长沙县

居民点布局的海拔高度为不超过 100 米，100-200 米基本适宜，200-400 米一般

适宜，400米以上不适宜。 

（2）坡度适宜值的提取 

从坡度分析结果来看居民点在坡度 6°以下适宜，6-15°基本适宜，15-25°一

般适宜，25°以上不适宜。 

（3）水源适宜值的提取 

虽然长沙县近几年在加紧建设集中统一的供水管道，但是传统的水源作为一

种辅助性的供水方式，对于农村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仍将发挥积极作用，因此需

要引起重视。从水源因素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特征分析中可以发现，距离水

源在 500米以内的适宜，500-1500米基本适宜，1500-2500米一般适宜，2500米

以上不适宜。 

（4）公路适宜值的提取 

从公路因素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中可以发现：随着交通距离的

增加，居民点开始趋于分散。因此在居民点布局时，地块的位置应在预留交通用

地的前提下，接近交通道路布局，500 米范围内适宜，500-3000 米基本适宜，

3000-5000米一般适宜，5000米以上不适宜。 

（5）城镇适宜值的提取 

国家提倡建设小城镇，将来小城镇的影响范围将越来越广，加之交通日益方

便，因此可以将城镇辐射范围适当扩大。结合之前的城镇因素影响下的农村居民

点空间分布特征，将居民点在距离城镇不超高 3000 米划分为适宜，3000-5000

米基本适宜，5000-8000米一般适宜，8000米以上不适宜。 
表 5-1 居民点分布与影响因子的等级划分 

Table 4-1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ial Settlements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海拔（m） 坡度（°） 水源地（m） 公路（m） 城镇（m） 等级 

＜100 0-6 ＜500 ＜500 <3000 适宜 

100-200 6-15 500-1500 500-3000 3000-5000 基本适宜 

200-400 15-25 1500-2500 3000-5000 5000-8000 一般适宜 

400-600 ＞25 ＞2500 ＞5000 >8000 不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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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析 

在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做出分析并提取其影响因素适宜值的基础上，

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适宜值做缓冲区叠加分析，对居民点布局适宜性进行分类。 

在 ARCMAP中，分别对单因素影响下的居民点图层添加海拔、坡度、水源

地、公路、城镇字段，按适宜区赋值“1”，基本适宜区赋值“2”，一般适宜区赋值

“3”，不适宜区赋值“4”，在不考虑指标权重的前提下，然后将各图层叠加并求得

各居民点图斑因素之和，因素之和即为适宜值。根据分析，最小适宜值为 5，最

大适宜值为 20，适宜值越大，说明居民点布局适宜性越低。在 ARCMAP中按自

然隔断法分类，然后参照 FAO《土地评价纲要》，将长沙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分为

四等，适宜值“5”的为一级适宜区，适宜值“6”为二级适宜区，适宜值在 7-9之间

为三级适宜区，适宜值大于 9为四级适宜区。各居民点适宜性分类面积统计如下： 
 表 5-2 长沙县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类面积统计表 

Table 5-2 Area Statistics of Changsha County Residential Land Layout  

Suitability Classification  

行政区名称 
一级适宜区 

（hm²) 

二级适宜区 

（hm²) 

三级适宜区 

（hm²) 

四级适宜区 

（hm²) 

暮云镇 172.98  191.71  160.99  26.34  

跳马镇 227.73  387.06  795.26  226.21  

干杉镇 137.52  210.29  278.00  44.77  

黄兴镇 260.55  466.27  461.05  0.10  

㮾梨镇 129.13  269.58  108.82  0.00  

江背镇 163.63  415.99  810.83  212.20  

黄花镇 224.33  741.28  781.20  66.32  

春华镇 101.12  278.02  408.58  195.06  

高桥镇 131.05  101.05  190.27  125.10  

果园镇 127.05  176.71  244.01  48.30  

路口镇 119.37  220.46  287.38  64.40  

金井镇 127.12  207.34  259.40  185.08  

双江镇 64.67  56.90  213.17  93.63  

青山铺镇 142.82  223.54  83.22  3.74  

福临镇 81.59  133.53  366.41  140.39  

开慧镇 72.59  49.70  214.82  99.92  

白沙镇 60.68  97.31  254.15  54.66  

安沙镇 336.33  571.79  429.74  33.65  

星沙镇 97.92  207.23  72.27  0.00  

北山镇 160.16  304.52  572.10  148.29  

合计 2938.33  5310.27  6991.66  17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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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长沙县大部分农村居民点布局于二级或三级适宜区内，

说明长沙县农村居民点布局需要进一步优化。其中四级适宜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为

1758.16公顷，占长沙县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 10.39%，该区域可能是一个因素不

适宜或者多个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用地不适宜。三级适宜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最

大，为 6991.66公顷，占长沙县居民点总面积的 41.11%，主要分布在跳马镇、江

背镇、黄花镇、北山镇等；二级适宜的农村居民点面积为 5310.27公顷，占长沙

县农村进店总面积的 31.22%，该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较合理，分布较为均

匀；一级适宜的农村居民点面积为 2938.33公顷，占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 17.28%，

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优越、交通发达的区域。 

由于数据比较大，本文以金井镇为例，输出金井镇农村居民点适宜性布局图。 

 
图 5-1金井镇农村居民点适宜性等级图 

Fig 5-1 Distribution Map of Rural Residential Layout Suitability in Jinjin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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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优化布局方案 

5.3.1选择优势区位 

区位选择是居民点用地布局优化环节中最重要的内容，直接决定布局优化的

成败。居民点用地布局的区位，要求自然条件较好，地势较平坦，无地质灾害，

全年有水源保证，交通便利等。除了用于居住的空间，还要有足够的空间用来布

局医院、学校等公服设施。 

本文在结合长沙县居民点用地适宜性等级分析以及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基础上，规划出适宜居民点建设的地区，一级适宜区面积 24763.87 公顷，

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12.4%；二级适宜区面积 49774.09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

的 24.9%。在此基础上，还需结合各地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耕作范围等，才能

确定居民点的区位。 

 
图 5-2 长沙县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选址区位图 

Fig 5-2 Location Char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yout Suitability of 

 Changsha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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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构建居民点等级体系 

5.3.2.1确定等级体系 

完整的农村居住模式具备明显的等级层次结构，因此居民点用地布局优化过

程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空间上合理布局不同等级的居民点。根据《村镇规划标

准》(GB50188-93)，村镇等级分为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四个等级。

在实际情况下，无论中心村还是基层村，均会有一处或多处自然条件相对较好、

交通便利、人口相对集中、具有至少商服功能的居民点。将这类居民点划为中心

居民点，其余的划为一般居民点。由此，本文建议长沙县农村居民点等级体系机

构如下： 

 
图 5-3 居民点等级体系图 

Fig 5-3 Diagram of Residential Grade System 

5.3.2.2选取中心镇 

对于中心镇，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公服设施，提高人居环境等途径聚集产

业，吸纳人口，带动城镇及周围村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根据长沙县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除县政府所在地星沙镇之外，结合之前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分

析，并适当考虑县域范围内均衡布置，确定出以下 4个乡镇为中心镇：金井镇、

黄花镇，安沙镇和㮾梨镇；其余 15个乡镇为一般镇。具体情况见表。 

表 5-3中心镇和一般镇分布情况 

Table 5-3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Town and General Town  
中心镇  金井镇、㮾梨镇、黄花镇、安沙镇 

一般镇  跳马镇、暮云镇、干杉镇、黄兴镇、江背镇、春华镇、高桥镇、果园镇、

路口镇、双江镇、青山铺镇、福临镇、开慧镇、白沙镇、北山镇 

5.3.2.3选取中心村 

未来的农村居民点发展趋势是使规模小、布局散的自然村逐渐向中心村靠

中心镇 

一般镇 

中心村 

基层村 

中心居民点 一般居民点 

中心村 

基层村 
中心居民点 一般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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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提升中心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配套水平，共享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吸引周围零散的村落向中心村集聚，形成集聚效应。

中心村建设对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促进城乡一体化，适应农业

生产向集约化、产业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心村的选择要因地制

宜，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标准。根据长沙县的特点，中心村的选择应该符合以下几

个方面的要求： 

（1）区位便利性。将各乡镇行政村划分为若干组团，比较各行政村的经济水

平、人口规模、农户收入和设施基础，在组团范围内，现状条件好的行政村优先

考虑作为中心村。选择的中心村应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和

公共设施，交通、供水、供电、通信等条件较好，具备一定的服务功能，对周边

村庄有一定辐射功能。 

（2）空间均衡分布。中心村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在城镇规划建设范围

内，适当考虑乡镇范围内均衡布置，避免在空间上过于紧密。 

（3）乡集镇驻地原则上要确定为中心村，具有特色或特殊功能的村庄，如特

色农业基地村、旅游村、林业村等也应考虑作为中心村。处于地质灾害的高、中

易发区和因工程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不能作为中心村。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长沙县各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及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确定

出长沙县共有中心村 58个，其余 181个为基层村。具体情况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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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中心村和基层村分布情况 

Table 5-4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Village and Basic Village  
乡镇 中心村 基层村 

暮云镇 
牛角塘村、暮云
新村、南塘村 西湖村、三兴村、高云村、莲华村、兴马村、北塘村、沿江村、许兴村 

跳马镇 
双溪村、曙光垸
村、新田村、石
燕湖村 

冬斯港村、喜雨村、三仙岭村、石桥村、梅怡岭村、白竹村、金屏村、田
心桥村、关刀村、跳马村、复兴村、杨林村、嵩山村、沙仙村 

干杉镇 干杉社区、长安
村、百祥村 石弓湾村、大岭村、车马村、新建村、斗塘新村、万龙村 

黄兴镇 
黄兴新村、蓝田
新村、光达村、
仙人市村 

鹿芝岭村、沿江山村、高塘村、荣河村、太平村、打卦岭村、金凤村 

㮾梨镇 
大园社区、花园
村、土岭社区、
龙华村 

三合村、陶公庙社区、保家村、金托村 

江背镇 
江背社区、朱家
桥社区、梅花社
区、五美社区 

五福村、砖田新村、乌川湖村、印山村、楠木村、福田村、金洲村、古井
村、特立村、湘阴港村、肖排村、阳雀新村 

黄花镇 
大兴村、黄龙新
村、黄花村、长
龙村、华湘村 

长丰村、茶塘村、湘峰村、合心村、回龙村、新江村、银龙村、龙湖村、
崩坎村、梁坪村、鱼塘村、东塘村、金塘村、谷塘村、高岸村、大路村 

春华镇 大鱼塘村、金鼎
山村、春华山村 

松元村、武塘村、官塘村、石塘铺村、九木村、九田村、龙王庙村、洞田
村、花园新村 

高桥镇 维汉村、高桥村、 百录村、合兴桥村、凤山村、白石源村、范林村、金桥村、双龙村、铜仁
桥村 

果园镇 杨泗庙社区、大
河社区、双河村 

红花村、金江新村、花果村、新明村、黄金村、古楼新村 

路口镇 麻林村、路口村、
上杉市村 

长春村、花桥湾村、万年桥村、麻林社区、荆华村、明月村 

金井镇 金井社区、脱甲
村、观佳村 

金龙村、惠农村、涧山村、沙田村、拔茅田村、西山村、东山村、新沙村、
蒲塘村、龙泉村、王梓园村、九溪源村 

双江镇 双江村、农裕村 大桥村、石井村、山笔村、赤马村、石板村、龙华村、团山村、青山村 

青山铺镇 青山村、梅数村 天华村、赛头村、广福村、黄鹄村、洪河村 

福临镇 福临铺社区、影
珠山村 

古华山村、泉源村、孙家桥村、双起桥村、石牯牛村、金坑桥村、西冲村、
同心村、开物村 

开慧镇 
开慧村、葛家山
村 飘峰山村、枫林市村、开慧村、清泰桥村、开明村、 

白沙镇 李家山社区、锡
福村 

曾家坊村、双村洪村、白沙村、窑上村、报母村、大花村、桃源村、石燕
村、上华村 

安沙镇 
安沙社区、鼎功
桥村、唐田新村、
毛塘社区 

新华村、文家段村、花桥村、、黄桥村、泗洲村、油铺村、太兴村、五龙山
村、宋家桥村、双冲村、万家铺村、和平村、白塔村、谭坊新村、水塘垸
村、梅塘村、杨梓冲村、三合村、龙华新村 

北山镇 
蒿塘社区、荣合
桥社区、新桥社
区 

官桥村、北山村、五福村、西湖村、新云村、金星村、福安村、狮山村、
高仓村、牌楼村、新桥村、明月村、青田村、福高村、福田村、新中村、
常乐村、王公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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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4选取中心居民点 

优化布局农村居民点必然会使零散分布的居民点向某个中心靠拢，这就是中

心居民点。这个中心居民点在一定区域内必须具有良好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有

一定的对外辐射能力，能够满足周围居民一般的生产生活需求。对于此中心居民

点的选择，最好是由原本就存在的条件较好的农村居民点积累而来，考虑到各种

因素，其位置一般可在以下三种情况中选择： 

（1）重要节点处：是指在主要交通沿线或河流沿岸的某些特定点上的位置，

比如说乡镇及以上级别道路的交汇处，或者河岸腹地。 

（2）边界交汇处：是指在两个村或多个村的边界交汇处的中心居民点，这

样有利于行政村并点的顺利实施。 

（3）区域中心处：一般是指所辐射区域的几何中心位置，或者是向四周辐

射交通线的交点上的经济活动的中心。 

以金井镇为例，通过之前的空间布局适宜性分析，结合金井镇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2006-2020 年）（2012 年修改）和笔者的实地调研情况，确定出金井镇农

村居民点中心村、基层村、中心居民点和一般居民点如表 6-3和图 6-3。 
表 5-5 金井镇中心村和基层村分布情况 

Table 5-5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Village and Basic Village in Jinjing Town 

中心村 金井社区、脱甲村、观佳村 

基层村 金龙村、惠农村、涧山村、沙

田村、拔茅田村、西山村、东

山村、新沙村、蒲塘村、龙泉

村、王梓园村、九溪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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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金井镇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等级图 
Fig 5-3 Space Distribution Level Map of Rural Residents in Jinjing Town 

5.3.3适度规模集中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可在人口规模基础上，根据人均用地指标确定。因此，

确定人口规模是重点。按照中心地理论，门槛人口是维持中心地职能所必需满足

的最小人口规模，或支持一项商业活动所必需的购买力。低于此门槛，提供货物

或服务的中心地就无法盈利，导致其无法正常运营或破产。为了加强公共服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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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配套，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村庄人口规模必须大于公共服务设施的

门槛人口。 

根据不同等级农村居民点必须配置的设施标准分析和计算，教育设施的配置

人口门槛最高。若农村居民点规模能够满足教育设施的配置标准，就能满足其他

设施。因此，将教育设施的人口门槛作为各级农村居民点的最小规模。公式如下： 

                           P=N/R                      （5.1）                  

其中，P为农村居民点的最小规模，N为学校每个年级最少学生人数，R为

人口出生率。 

参考《湖南省普通中小学校、幼儿园办学（园）标准》中对城市幼儿园每班

最少 20 人的配置标准，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和其他地区农村幼儿园配置标准，确

定农村幼儿园每班最少 15人。标准中规定初级中学最少 12班，50人/班，普通

高级中学最少 18班，50人/班，则幼儿园、初级中学和普通高级中学每级人数至

少分别是 15 人、200 人和 300 人，按照 10‰的出生率，根据公式（5.1），配置

人口门槛分别为 1500 人、20000 人和 30000 人。根据《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

标准》，农村完全小学最少 6班，近期 45人/班，则完全小学每级人数至少为 45

人。根据公式（5.1），配置人口门槛为 4500人。 

因此，农村居民点等级体系中重点镇、一般镇、中心村和基层村的最小规模

分别为 30000人、20000人、4500人和 1500人。 

5.3.4整合居民点 

整合居民点是对居民点环境改造、更新和创新的过程。通过整合，可充分利

用居民点内部闲置地，减少空心村、空置房现象，集中建设基础设施、公服设施，

节省耕地，集约利用土地等的目的。整合过程中，必须充分评估居民点搬迁与保

留的成本和价值，做到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优的目的。目前长沙县大部分的居民

点空间布局形态呈点状、团状或者带状，每种形态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不完

美性。例如点状形态布局分散且规模小，但在丘陵山区，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完美体现。因此，对居民点形态的整合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不能搞一刀切。

本着布局的科学性、实施的可行性以及发展的规律性的原则，结合长沙县居民点

布局形态，在对居民点进行整合时，可考虑如下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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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逐步搬迁 

针对原地点发展具有严格限制条件的农村居民点，如处在滑坡、泥石流易发

地区的居民点，受地形限制、发展条件不好的农村居民点等，应逐步搬迁。根据

本文分析，对处在海拔大于 200米，坡度大于 15度，并且距离公路 2500米以上

的不便于进行道路建设的居民点应该逐步搬迁。这些地区的居民点的基础设施和

公用设施条件极差，交通极不方便，居民深受用电难、通信难、就医难、儿童上

学难等问题的困扰，因此迫切需要改变现状，使群众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这也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2）保留整治 

针对原地发展条件受限，异地新建成本太高的居民点。生活在此的农民主要

以务农为生，并且将长期务农，因而不适用搬迁。对这种居民点，虽不能搬迁，

但也不新增宅基地。如有增加宅基地的需要，则向中心居民点聚集。居民点内部

要安排一定的基础设施，提高居住质量。 

根据本文分析，对处在三级适宜区的居民点可考虑这种整合方式。这类居民

点面积共计 6991公顷，占所有居民点总面积的 41.1%。 

（3）保留发展 

主要指距离城镇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区域中心或者村级中心的居民点。此类

居民点虽然距离城镇中心较远，但其规模较大，所处交通区位条件较好，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具备一定辐射影响范围。因此，对该类居民点进行布局优化时，应

注重提高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改进农民生活方式，立足本村优势

资源和现有产业，增加居民创业增收机会，将其培育成新型农村社区，使其优先

发展起来，从而吸引周边区位条件差的村庄向其积聚。将其作为被搬迁农村居民

点的集中安置地。 

（4）城镇转化 

将距离城镇 1000 米范围内的居民点划为城镇转化型。这类居民点总面积

2733公顷，占所有居民点面积的 16.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建设用地

不断扩张，距离县城和建制镇较近的村庄或是成为城中村或是成为城郊村，因此

可将其积极向规划城区或者镇区迁移，通过土地产权和建制的转变，引导农村居

民点用地向城镇居民小区转变，即撤村建居，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和社区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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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在近期或中期规划中纳入城镇建制，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5.4促进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的策略 

5.4.1规划策略 

农村居民点规划是土地利用规划、村落建设规划、小城镇建设规划等多种规

划的集合体，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以及灵活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居民点体系结构布局规划。主要是合理布局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居民点体

系结构，确定各居民点之间距离、聚居功能和发展规模，使之成为一个结构合理、

功能互补的农村居住体系结构。具体来说，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以集镇为中心，

由集镇、中心村、基层村等居民点按照一定的层次、功能、空间结构排序组成的

有机整体。规划要对今后工业化、城镇化的趋势和和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变化做长

远考虑，重点建设规模较大的中心居民点，限制规模较小的一般居民点的发展。

对于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地区，可以考虑将分布散乱、规模较小的村庄迁村并点，

使之成为一定规模，达到节约用地，美化环境，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目的。 

农村居民点综合发展规划。对村庄发展的性质、规模、布局、土地利用等进

行合理综合规划，其基本任务是使村庄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经济的发

展；同时与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农村居民点产业布局规划。有产业才能形成集聚，而依靠传统农业产业，只

能形成小而分散的聚居群落，不能形成较为集中的、大规模的居民点。改革开放

后，长沙县农村已摆脱纯农业时代，非农产业产值超过农业，成为农村人口的重

要收入来源。但是，由于缺乏规划，非农产业的布局欠合理，存在“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的现象，存在明显趋同特征，形成恶性竞争。农村居民点产业布局规

划就是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特色资源，以农业及其衍生业为基础，以一定区

域内的农村聚居为具体对象，确定出适合不同农村聚居发展的产业发展导向，做

到“一村一业”或“一乡一业”，实现规模化发展，从而加快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 

5.4.2政策策略 

首先要适当运用政策调控手段，促进土地、资金、人才、文化等要素和资源

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

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使农村和城市形成良性互动，实现“在农村生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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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的目的，为农民创造更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具体策

略如下： 

（1）政府应合理分配财政资金，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紧迫的实际

问题。一是农业生产急需的公用基础设施。加大对水利工程设施、交通设施、电

力和能源设施等的投资。二是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基础设施。政府应对农村的道

路、给排水、通讯、广播电视、校舍、卫生院(所)等基础设施，以村为单元进行

全面改造建设。三是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包括建立农村义务

教育长效保障机制，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2）通过政府推动、政策引导，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村

人口向集镇转移，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变。 

（3）政府应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引导城市的生产要素流向农村。一要引导

城市的工商企业、科研机构投入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二要支持科技人员、大中专毕业生、机关分流人员以及其他城市投资者到农村创

业，从事农牧林业集约化经营；三要引导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回乡投资兴业或进入

村支两委班子，担当农村建设的带头人、领路人；四要改革农村基层的干部任用

机制，将县乡后备干部先放在村级任职，根据其实绩和表现，再逐步提拔使用。 

5.4.3制度策略 

制度是农村居住模式调控的有力保障，策略如下： 

（1）创新土地流转和征用制度，培育要素市场。土地是农村的重要组成部

分，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是所有权归集体，农民只有使用权，制度主体不明确，往

往导致对集体土地仅有经营管理权限的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所有者的名

义替农民作主，在土地征用、承包、流转以及机动地的处置过程中侵犯农民的利

益。因此，必须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从法律上赋予农民永久土地承包权，并

将这一权利物权化。培育和发展农村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转让市场，使进城务工

的农民可以将自己的承包地转租或转包给他人，促进土地集中，为建立现代化农

业创造条件，防止出现“空心村”。 

（2）推动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现行行政体制，乡镇政府处于“压制性”体制

的末梢，往往忙于执行上级发出的各项任务，沦为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村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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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组织变为半行政化组织。要彻底转换农村治理主体的权利授予来源，使其由对

上负责转为对下负责；改革上级党委任命乡镇领导制度，探索乡镇长直选制；落

实农村干部的选拔机制，由本社区农民通过选举产生，上级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

干涉选举过程，更不得随意更改选举结果。 

（3）构建城乡互动机制。建立城乡互动机制，使原来城乡一方享受、单向

流动或孤立分割的自然资源、信息资源、生产要素实现互动。例如：发展观光休

闲农业，与城镇共享农村优美的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农业合作项目，吸引城市资

本和劳动力流向农村；融合一、二、三产业，各要素互配，产业互补。同时，在

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允许社会资源和要素进入农村，允许城市企业、个人以多种

形式参与农村建设，加快农村建设步伐。 

（4）建立保护传统农村居住制度。传统居民点是先民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

结果，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些居民点多存在于山区和偏远落后的农村。随着我国

城市化的推进，村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住房改造加快，传统居民点正在被大量改

造更新，原有特色逐渐消失。如何保护这些散落乡村的的人文景观资源，是政府

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保护这些有传承意义的居

民点。 

5.4.4资金策略 

资金是实现农村集中居住的关键，其中一个重要来源是财政资金。由于财政

资金属政府宏观调控范畴，涉及面很广，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其他资金来源可

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 

（1）吸纳各种社会资本。规范民间融资，发挥闲散资金集聚效用。当前部

分农村地区民间信贷活跃，说明民间有很多可以利用的资金。政府有必要正视民

间金融市场对农户生产和生活带来的积极作用，在法律上承认和规范民间借贷活

动，保护借贷双方的正当权益，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二是吸收民间资本，发

展农村商业性的金融组织。适当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放宽民间资金进

入金融业的限制，为农民优化居住解决融资难问题。 

（2）突出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作用，投资助农。通过政府组织、民间团体

牵线，让城市有关单位和企业对口帮扶农村，以帮扶带的形式，筹措农村居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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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布局优化资金。一是发挥经济顾问作用。当地党委、政府可聘请民营企业家担

任村里的经济顾问，发挥企业家在农村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二是发挥产业带动作

用。龙头企业通过农业产业化，带动当地的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提高农民收入。

三是发挥合作开发的作用。民营企业与农民集体合作，共同开发，共同发展。企

业提供资金和技术，农民集体提供土地如村里的办公楼、空校舍等开办加工厂，

使农民就近就业。四是发挥直接参与的作用。民营企业家可兼任村干部，直接为

村集体服务，帮助改善公共福利和生活环境，安排村民就业，加快农村发展。五

是发挥公益捐助的作用。通过民营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捐助，加大在济困、助残、

助学、敬老等方面的投入。 

（3）盘活农村集体存量资产。立足当地农业资源，将资源优势化为产业优

势。一是大力开发，利用一切可以开发的资源，发展新项目，开拓新产业。发展

集体统一经营的种养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开发利用集体资源如山地、水资源等，

通过招标等形式开发经营，达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目的。二是加强管理。改革

管理现有村集体山林、茶园、果园、竹林、水域等，使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巩

固和壮大集体经济。 

管好用活村集体资产。农村集体资产是众多农民多年辛勤劳动积累的成果，

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第一，要建立健全集体资产积累机制。凡是集

体项目都要落实责任制，及时收缴承包金或租赁费。对于长期粗放经营，甚至放

弃管理的资产，要由集体收回后，实行招投标承包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第二，

加强资产核查，盘活集体存量资产，构筑资产增值机制，把土地等资源性资产作

为经营性资产来运作。第三，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强化开支审批、收支预决

算、财务审计监管等工作，把集体资产管理纳入法制轨道，促使其健康发展。 

5.4.5市场策略 

引入市场机制，加快旧村改造，优化村容村貌。对那些处于城镇主要交通干

道边的重点地带，或在城镇中心区范围内，或与城镇建设区关系密切的旧村，要

充分利用其商业价值或房地产开发的有利条件，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旧村改造。对

临街的农民住房进行立面处理，修正街道界面，保持街道的整齐连续。对那些远

离城镇建设区的旧村，应结合具体情况，因地制宜，重点考虑开敞空间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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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配套设施。对旧村现有道路适当调整，保持其自由弯曲的形式，满足人车通

行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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